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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9年4月19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中国科学院院士、“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负责人姚檀栋介绍有关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介绍，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六年来，中科院科技支

撑“一带一路”建设累计投入经费超过18亿元，与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规模超过12万人次。为

了支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中科院前瞻布局了1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其中之一，是中科院在

2018年初设立的“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简称“丝路环境”专项）。如

今，“丝路环境”专项已经产出了第一批产品——《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

济背景》研究报告。

国新办举行科技支撑“一带一
路”建设成果情况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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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团队携手

国内知名专家共同完成的《“一带一

路”建设进展第三方评估报告（2013-
2018年）》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

出版。

5月6日，该书出版座谈会暨“‘一
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中

科院地理资源所举行。会议由中科

院地理资源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举

办。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国务院

参事刘燕华、国家发改委国际交流中

心“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秦玉才、中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第三方
评估报告（2013-2018年）》出版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

玲、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牵头起草

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徐洪才、国家发改委国际交

流中心副主任刘建兴、商务部研究院

副院长张威、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处

长张哲、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

发展处处长周太东，中国科学院科技

促进发展局副局长赵千钧、处长翟金

良、高级工程师孙永溪，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书记廖小罕、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平，以及本

书主要作者和20余家媒体参加了会

议。      
本次研讨会由刘卫东研究员主

持，中科院科发局赵千钧副局长、

地理资源所廖小罕书记、商务印书馆

李平副总编辑、国家发改委欧晓理司

长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对本书的

出版表示祝贺，并高度肯定了本书的

科学价值。研讨会上，刘卫东研究员

作为本书作者代表简要介绍了《“一
带一路”建设进展第三方评估报告》

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与会专家对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第三方评估报

告》进行了点评，高度评价该著作的

出版，认为该书对2013-2018年“一带

一路”建设进展进行了客观、科学、

综合的评估，对于进一步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走深

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书是中国科学院根据有

关部门的委托，组织刘卫东研究团

队并联合国内若干知名专家，在“丝
路环境专项”支持下，完成的“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进展第三方独立评估报

告。该书从重点工作领域（即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经贸畅通、资金融通

和民心相通）、空间进展与拓展、国

内影响、国际影响、保障机制等方面

对2013-2018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展

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报告认为，

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开门

红”，夯实了基础，打开了局面，具

有广阔光明的前景，但同时也需要逐

步探索更加有效的具体建设模式和方

法，画好“工笔画”。（项目一和联合

攻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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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千钧副局长宣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对这个成果的致谢函

刘卫东研究员做简要介绍

地理资源所廖小罕书记致辞

发改委欧晓理司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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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研

讨会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

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中、英文

版）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

会议由商务印书馆、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国

家开发银行、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交

集团、“一带一路”官网等单位的数十

位专家参加会议。

为支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中国

科学院于2018年初设立了“泛第三极

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科学

研究专项（简称“丝路环境”专项）。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境基础

与社会经济背景》（中、英文版）正

是数十位科学家共同努力完成的该

专项研究成果。该书回顾了“一带一

路”倡议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进展，

简述了沿线地区概貌以及建设绿色丝

绸之路的必要性，并紧密结合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地阐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境基础与
社会经济背景》（中、英文版）在京发布

述了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

环境背景与特点。它从自然条件、自

然资源、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气

候变化特征与趋势、社会经济发展态

势及空间格局、基础设施联通、经贸

合作、灾害风险、贫困与可持续生计

等方面，图文并茂地为读者勾勒出了

沿线地区的总体特征、自然基础和发

展态势，是认识沿线地区和探索其绿

色发展途径的重要参考文献，力图为

沿线国家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提供科学

基础。同时，该书还研发了定量评估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的“中科连通性

指数”。
座谈会上，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

经理致辞表示，“一带一路”是当前中

国最大的主题出版项目之一，“一带

一路”文化产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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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也会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落地和实践成为世

界文明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印书

馆近年来对有关“一带一路”的图书出版加大了

力度，着眼“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更看重当代

学者的“一带一路”视觉，希望让更多人分享

“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进而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

中国科学院原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

资源所科技促进发展中心邓勇主任认为，这部

书是由刘卫东研究员牵头组织、数十位科学家

携手奋进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一定程度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它首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背景系统、图文并茂

地展现给读者，其出版发行对绿色丝绸之路的

建设，以及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都会有所贡献。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

研究员作为作者代表，对新书做了推介。他提

到书中体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八个方面：一是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质地理条件复杂多样，

科学认识其差异巨大的地理格局是建设绿色

丝路的基础。二是沿线地区具有特殊的地质构

造，既形成丰富的油气和金属矿藏，也带来地

震高发的风险。三是水是沿线很多国家发展的

制约因素，也是绿色丝路建设必须考虑的核心

因素。四是沿线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域，亚欧大陆内部干旱区显著变暖，中高纬地

区降水普遍增多，同时各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也呈现增长态势。五是沿线地区生态系统类型

多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之一，保

护压力大。六是受地质构造及西风、季风相互

作用的影响，沿线地区是地震、地质和气象灾

害多发区，自然灾害风险大。七是沿线国家主

要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

异明显，发展需求和潜力巨大，正在形成比较

清晰的劳动地域分工和紧密的贸易网络，但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改善缓慢。八是受资源禀赋、地

理环境和发展状态影响，沿线部分国家的脆弱性

较高，减贫压力大。（项目一和联合攻关一）

5



2019年  第03期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项目动态

6

展水平、人居环境适宜性、土地资源

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

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同时还考察了

沿线拉林铁路、雅江巨柏、卧龙奇

石、加查千年核桃树、藏木水电站、

光伏发电、岗巴荒漠、定结湿地、日

屋口岸、陈塘口岸、陈塘界碑、中尼

边境、等等。

考察结束两周内，科考分队组织

专人梳理完成了《南亚通道资源环境

承载力基础考察与综合评价考察日

志，2019年4月4-12日》。该考察日

志共包括野外照片90幅，52页，约

2.5万字。在考察方式上，主要包括

路线考察与实地调查、地方座谈与部

门访谈两种。在路线考察与实地调查

2019年4月4日-12日，“南亚通道

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考察与综合评

价”科考分队队长封志明研究员率杨

艳昭研究员、李鹏副研究员等一行7
人，根据科考任务书部署，赴西藏

自治区林芝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与

拉萨市4市共21区/县（含米林县、朗

县、浪卡子县、康马县、亚东县、岗

巴县、定结县、定日县8个边境县，

亚东、日屋与陈塘3个口岸），开展

了为期9天、行程约2500km的中尼廊

道及周边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科

学考察（图1）。本次考察是对2018
年南亚通道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考察

与综合评价考察的补充调查。考察主

题主要包括沿线县域单元社会经济发

过程中，考察队既要开展沿线地物与遥感影像交互对

比，又要深入高原深处踏查植被、土壤类型等。

考察期间，南亚通道科考分队队长封志明研究员

应邀在林芝市参加了西藏科技厅重大科技专项“西藏

资源环境承载能现状评价咨询研讨会”，并作了题为

“南亚通道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考察与综合评价2018
年度报告”的专题汇报。此外，科考分队重点考察和

实地调查了中尼廊道边境县亚东县、定结县相应口岸

及通道；并与日喀则市亚东县、定结县地方政府（含

口岸办）就“南亚通道建设”举行了两场专题座谈会

（图2、图3）。考察过程中，补充收集了南亚通道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相关数据、资料与图件。（项目一）

南亚通道关键区2019年资源环境
承载力基础考察顺利进行

图1 南亚通道关键区2019年4月4-12日科考路线

图2 南亚通道建设考察分队与亚东县政府机构座谈

图3 南亚通道建设考察分队与定结县政府机构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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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7日-2月2日，课题三

子课题二“沿线国家脆弱性评估与恢

复力诊断”研究骨干组织到尼泊尔加

德满都及周边地区开展考察与入户调

研，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非政府组

“绿色丝绸之路环境变化影响评估与
政策建议”开展尼泊尔社会经济系统

脆弱性与恢复力评估与诊断考察

织和村民代表沟通交流，启动了尼泊

尔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与恢复力的评

估与诊断的典型案例区的研究工作。

调研期间，研究团队先后与尼泊尔国

家统计局及专司尼泊尔灾后重建的非

政府组织进行了座谈讨论，并实地走

访3个代表性村庄（Kavrepalanchok 
District, Panauti Municipality-11, 
Baltbali；Kavrepalanchok District, 
Chauri  Deural i  Municipal i ty-10, 
Kantitar; Kavrepalanchok District, 
Banepa Municipality-9 Naya, Basti），

同每个村的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进行面

对面交流，了解当地村民在生产生活

等方面的状况，重点了解他们在灾

（地震）后对于气候变化及引发的问

题的感知与应对情况，以及当地村

民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情况。

（项目一）

与村民代表进行座谈

与尼泊尔非政府组织及国家统计局代表进行座谈

项目动态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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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农村减贫与可持续生计案例
研究工作启动

2019年4月8日-13日，课题三专题负责人宋一青带队到

青海省民和县、湟源县和互助县进行调研，与相关地方政府

和社区代表沟通交流，启动了青海省农村减贫与可持续生计

的案例研究工作。调研期间，研究团队先后与青海省扶贫

局和3个县扶贫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讨论，并实地走访

6个代表性村庄，同每个村的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进行面对面

交流，了解群众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与迫切需

求，重点了解他们为摆脱贫困与改善生计所而发起的专业合

作社、技能培训、市场合作等活动相关情况。调研获取的大

量一手信息为进一步设计具体的案例研究方案打下了基础。

（项目一）

实地走访民和县隆治乡桥头村光林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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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5日下午，中国海外

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中港控）董事

长、总经理张保中先生和副总经理王

丹丹女士等一行应邀访问了中科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港控目前负

责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的建设、管理

和运营。

地理资源所所长葛全胜研究员，

科研处副处长许端阳，资源与环境信

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苏奋振研

究员，副主任葛咏研究员，姚永慧副

研究员，任周鹏助理研究员，刘丽娟

工程师，中科院A类先导专项“丝路

环境”专项办、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李久乐高级工程师，中科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雷加强研究员和周杰

助理研究员，天津中科无人机应用研

究院丁晓征工程师等参加座谈会议。

座谈会上，葛全胜所长首先代表

地理资源所对张保中总经理一行的到

访表示欢迎。许端阳副处长向中国港

“六大经济走廊和关键节点的环境
问题与风险识别及应对方案”课题
科学服务瓜达尔港建设与运行规划

控嘉宾介绍了研究所的定位、科研布

局和总体进展等情况。李久乐高工介绍

了“丝路环境”专项的目的和意义。

张保中总经理致辞感谢。张保中

总经理说瓜达尔港项目是“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

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关注。日前，巴基斯坦发起

了“清洁和绿色巴基斯坦运动”，在此

目标之下，瓜达尔将建设成“清洁、

绿色”港口城市，其中包括“千万颗种

树计划”，“降低灾害风险”，“生态环

境评价和管理”和“绿色海运和海洋管

理”等。然而，瓜达尔属于热带沙漠

气候，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

这些给绿色瓜达尔的建设带来了重要

挑战。张保中总经理表达了与地理资源

所在地理信息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开展合

作的热切愿望。

雷加强研究员作为“丝路环境”专
项的项目组组长表达了在瓜达尔港开

展植物引种和绿化规划的方案。葛咏

研究员作为“丝路环境”专项的项目组

副组长表达了在瓜达尔港开展区域生

态环境变化、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绿色

海洋管理等研究。苏奋振主任表示资

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将

全力支持绿色瓜达尔发展，并为其提

供科技支撑。

座谈会上葛全胜所长向张保中总

经理赠送了“丝路环境”项目组制作的

瓜达尔综合图册，并和雷加强研究员

一同向张保中总经理赠送了瓜达尔适

宜生长和种植的盐生植物种子。

此次会谈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家合作高峰论坛背景下进行的。通

过座谈交流，张保中总经理一行对地

理资源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认识

到地理资源所是世界水平的研究机构

和国家顶尖智库，能够为绿色瓜达尔

建设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项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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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正式成为了北极理事

会的观察员国。旨在保护北极地区的

环境，北极理事会提出了北极环境保

护战略，该战略要求对北极地区的环

境问题开展广泛合作，共同采取措施

控制污染物的流动，减少北极环境污

染。其中，北极监测与评估工作组

（AMAP）是国际上卓有影响的研究

组织，已经发表多个有影响力的科学

报告。其中包括2011年和联合国环境

性有机污染物与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目前，该评估报告已经确定将青藏高

原和南极冰川变化与污染物释放的研

究内容纳入评估范围，以共同明确气候

变化对全球冰冻圈污染物二次循环的影

响。该评估报告将于2019年9月形成第

一轮初稿，2020年正式发布。我国共有

3位科学家参与撰写该评估报告。

AMAP工作组的态度很明确，非

常希望得到各方的支持，不断注入

新鲜血液。将青藏高原和南极POPs
的工作纳入AMAP评估报告进一步

表明在国际认识上三极（南北极和

青藏高原）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

（项目四）

项目四课题骨干受邀赴斯德哥

尔摩大学参加北极AMAP-POPs 
workshop

署（UNEP）共同发表的《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与气候变化：影响与预测》

评估报告。

2019年4月7日，“南亚-中亚-

西亚大气污染物传输及其环境影

响”课题骨干王小萍研究员受AMAP
的邀请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参加

AMA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气候变化

workshop，与其他来自13个国家的科

学家一起商讨如何撰写新一轮的持久

中国3位参加撰写AMAP POPs-Climate change评估报告的科学家 （左起，哈尔滨工业大学李一凡教
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王小萍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建民教授）

图为加拿大、西班牙、德国、英国和中国科学家一
起商讨报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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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5月1日，应乌兹

别克斯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Tajibaev 
Komiljon所长的邀请，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孙航研究员和

标本馆主管邓涛副研究员参加了“乌
兹别克斯坦－中国全球葱园（塔什

干中心）”对公众开放仪式。乌兹

别克斯坦科学院Ibragimov Bahtiyor 
Tulaganovich副院长也一同参加了开

园仪式，并对中乌合作共建葱园塔什

干中心的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乌兹

别克斯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与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各主

要媒体均对葱园对公众的开放进行了

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一直重视

同中方的合作。访问期间，乌科学

院院长Yuldashev Bekhzod Sadikovich

昆明植物所参加“中-乌全球葱
园（塔什干中心）”公众开放
仪式

院士接见了孙航一行，并就未来由 
“5+1”，即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

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中国（昆

明植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等）

合作共同建设“中亚生物多样性研究

和保护中心”进行了讨论。Yuldashev 
Bekhzod Sadikovich院长还高度评价

了以全球葱园建设为开端的中乌合作

成绩，并希望能在“5+1”的合作上进

一步拓展和提升双方的合作。

孙航一行还访问了乌兹别克斯

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乌兹别克斯

坦科学院副院长Ibragimov Bahtiyor 
Tulaganovich院士授予了孙航荣誉教

授称号，并颁发了证书。据悉这是乌

兹别克斯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授予的

第一个外籍荣誉教授。同时，孙航

也代表昆明植物研究所授予Tajibaev 

Komiljon院士“昆明植物研究所客座

教授”的称号，并颁发了证书。仪式

结束后，孙航等检查了中乌合作共建

的2个实验室（中-乌分子生物多样性

联合实验室、中-乌植物资源挖掘和

可持续利用联合实验室）建设的进

展，对乌方在合作共建实验室所做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

此外，孙航一行在Ta j i b a e v 
Komiljon院士的陪同下访问了纳曼甘

大学（Nanmangan State University）。

纳曼甘大学校长Ulugbek Inoyatov教
授和孙航所长进行了交谈，双方介绍

了各自的机构的情况，就合作研究、

标本交换、人才培养和交流签署了合

作协议。同时，纳曼甘大学校长授予

了孙航“纳曼甘大学荣誉教授的称号”
并颁发了证书。（项目五）

图1:“中-乌全球葱园（塔什干中心）”对公众开放合影 图2: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副院长Tulaganovich院士授
予孙航“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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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四和联合攻关二共同资助

下，陈发虎院士作为第一和通讯作

者于5月2日在Nature发表题为“A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Denisovan mandible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的文章，专

项A为第一资助。该成果是陈发虎院

士带领其团队多年来在青藏高原开展

过去人类活动和环境适应研究获得的

又一突破性进展。文章分析了甘肃夏

河县新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可

以确定其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

建议命名为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

河人。研究团队还包含来自德国马普

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台湾大学、

复旦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哥本哈根大学、纽约大学、牛津大

学、肯特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多名

境内外学者。自2016年起，研究团队

针对该化石开展了年代学、体质形态

学、分子考古学、生存环境、人类适

其在东亚地区的分布、青藏高原早期

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对高海拔环境适应

等问题提供了关键证据。

全文链接：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s41586-019-1139-x

Nature: 远古智人16万年前已经
登上青藏高原

应等多学科综合分析。结果发现，该

化石目前是除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

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

也是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证

据（距今16万年前）。该研究为进一

步探讨丹尼索瓦人的体质形态特征及

基础研究前沿成果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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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84年Blanford首次提出喜马拉雅地区站点积雪与

印度西部夏季雨量呈负相关以来，欧亚大陆春季积雪对印

度夏季降水的影响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由于两

者存在显著负相关，欧亚大陆春季积雪被列为预报印度夏

季降水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气候变暖背景下，欧亚大陆

积雪呈减少趋势，器测资料却表明印度夏季降水也表现为降

低趋势，这与普遍认为的积雪与季风负相关现象并不一致。

为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青藏高原研究所汪涛研究员团队利用遥感信息、器测降水

资料和再分析产品，重新审视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欧

亚大陆春季积雪对印度夏季降水的动态影响及其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1990年之前欧亚大陆中部（包括欧洲东部、

西西伯利亚、中亚和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春季积雪与印度

夏季降水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1990年之后该负相

关关系逐渐消失（图1）。围绕该现象的成因，研究进一步

发现，1990年之后欧亚大陆中部春季积雪减少且融化显著

提前，积雪水文效应只延续到7月，较1990年之前缩短了近

2个月。这使得春季积雪变化不再激发夏季环流异常以影响

夏季伊朗高原及周围的对流层中部温度，从而与印度夏季

风降水的负相关关系消失（图2）。该研究表明气候变暖背

景下积雪与季风关系发生了转变，对基于欧亚大陆春季积

雪预报印度夏季降水提出了挑战。

该研究成果以“The weak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asian spring snow cover and Indian summer monsoon 
rainfall”为题在线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上。博士研究生张涛涛为第一作者，汪涛研究员为通讯作

者。该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泛

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项目的资助。

全文链接：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5/3/
eaau8932

Science Advances: 欧亚大陆
积雪和印度夏季降水负相关现
象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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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欧亚大陆春季积雪和印度夏季降水关系的变化

图2. 不同时期欧亚大陆春季积雪对印度夏季降水影响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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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自然-地球科学》

（Nature Geoscience）杂志在线发

表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地球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裴顺平研究员和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与美国莱斯大学

的钮凤林教授及其他合作者的研究

论文“Seismic velocity reduction and 

accelerated recovery due to earthquakes 

on the Longmenshan fault”。该论文研

究位于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西部

的龙门山断裂带在大地震中的结构演

化过程，观测到清晰的地震波速度同

震降低和震后恢复现象，发现芦山地

Nature Geoscience: 龙门山断
裂带同震波速降低和震后加速
愈合过程

震的发生显著加速了汶川地震破裂区

的愈合。

文章利用新发展的时移层析成像

技术，应用于龙门山地区并成功获得

了断裂带的同震和震后结构演化的全

过程。发现同震波速降低、震后波速

升高，并且芦山地震后汶川地震破裂

区加速恢复，揭示了结构演化与应力

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文章有两点重

要创新，一是前人研究地震同震变化

较多，但震后恢复研究非常少，该论

文观测到整个演化过程，二是前人研

究大地震间的关系主要强调前一个地

震如何触发后一个地震，而该论文发

现后一个地震能够促进前一个地震的

愈合。这样的加速恢复过程虽然与实

验室实验结果一致，但在实际断层中

的观察尚属首次。 结果表明，地震

引起的应力重新分布在重建断层强度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该文发展的时移层析成像

技术针对传统成像中的两大难点，即

地震定位误差特别是深度误差较大，

及不同时间段地震射线分布不均匀，

分别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在走时方

程中引入时间项用以刻画震源深度误

差或发震时刻误差，二是联合反演背

景结构和结构变化。方法的改进使得

获取准确的地下结构变化成为可能，

这对研究地下结构的同震变化和震后

恢复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

别是震后恢复，它是下一次地震的开

始，结构变化研究将对整个地震过程

的演化规律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该项目获得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全文链接：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s41561-019-0347-1
图1. 龙门山断裂带地震P波速度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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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温度逐渐升高，植物叶片光合

作用速率先增加后下降，呈单峰型曲

线。基于该理论基础量化的叶片尺度

光合最适温度参数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是，生态系统尺度植被光合作用对

温度变化的响应规律仍不明确，且相

关研究非常有限，对准确了解和预测

气候变暖背景下植被生长以及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变化构成了挑战。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高寒生态重点

实验室朴世龙研究员团队综合利用多

种卫星遥感信息（反映植被近红外反

射率、光合荧光素、归一化植被指数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研编全球植被光合作用最适温
度空间分布图

和增强型植被指数），研编了首幅全

球生态系统尺度植被光合作用最适

温度空间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

全球平均植被光合作用最适温度为

23±6 ºC，但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异：

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林植被光合作用最

适温度最高，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

被光合作用最适合温度最低(图1)。

进一步研究发现，热带地区温度已十

分接近当地植被光合最适温度，表明

未来气候变暖会抑制该地区植被生

长；而在青藏高原和北半球高纬度地

区，生长季温度低于植被光合作用最

适温度，表明未来升温仍有促进高寒

植被生长的潜力。

该研究成果以“Air temperature 

optima of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across 

global biomes”为题在线发表于《自

然-生态学与进化》（Nature Ecology 

& Evolu t ion）（DOI：10 .1038/

s41559-019-0838-x）。该研究得到了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等项目的资助。

全文链接：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s41559-019-0838-x

图1: 植被光合作用最适温度与生长季平均日最高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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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国新办举行科技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情况发布会，中

国科学院院士、“泛第三极环境变化

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负责人姚

檀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丝路

环境专项”是面向整个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环境问题的科学技术专项，有以

下重要进展：

第一，应用前沿科学技术知识与

整个地区已经出现的重大环境问题结

合，提供科技支撑产品。比如亚洲水

塔，由于气候变冷，一系列环境、灾

害问题不断显现。根据这一情况，把

科技前沿的支持和已有的科技产品结

合，对于青藏高原地区、青藏高原边

缘的南亚地区和青藏高原边缘的中亚

地区有很重要的科技产品形成，为当

地提供了应对重大环境问题的措施和

技术手段。

第二，智库引领产品，这是在沿

线地区最重要、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

指引性产品。刘卫东研究团队专门致

力于沿线地区的新产品形成，第一批

产品就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

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这本书。

书里面的图表、数据是多年积累的

成果，也有专项成立之后新的研究

成果，有十多位院士、几十名专家

经过不断论证、不断确认形成的研

究报告。

第三，各地区的示范平台问题，

通过“丝路环境专项”支撑沿线地区以

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我们

现在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已经不仅仅

是我们国家的，应该是全球生态环境

保护，已经写进了十九大报告。这是

我们国家生态保护的新理念，也是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的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科技问题和生态环境

问题。

17

国新网:“丝路环境”专项是面
向丝路沿线地区环境问题的科
学技术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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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负责人姚檀栋（张馨 摄）



2019年  第03期 18

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传媒扫描

中国新闻网：中科院“丝路环境”
专项研究报告为沿线发展“号脉”

中国科学院“泛第三极环境变化

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科学研究专

项(“丝路环境”专项)的最新研究成

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

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中英文版研

究报告19日正式出版发行。报告围绕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

通过“号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环

境基础和社会经济背景，为进一步研

究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途径提供重要科

学基础。

完成这一最新研究成果的中科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

团队与出版中英文版研究报告的商务

印书馆，当天下午在北京共同举办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研讨会暨新书出版座

谈会。

刘卫东介绍说，绿色丝绸之路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选择，中科院

于2018年初设立“丝路环境”专项，围

绕水、生态和人类活动，聚焦如何

应对绿色丝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

挑战、如何科学认识和防范环境灾害

风险、如何调控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

的影响、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态与环

境的协同演化、西风与季风作用如何

影响环境和水资源变化等五大科学问

题，着力开展环境变化机理、资源环

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

等研究。

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八

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

质地理条件复杂多样，科学认识其差

异巨大的地理格局是建设绿色丝路的

基础。二是沿线地区具有特殊的地

质构造，既形成丰富的油气和金属

矿藏，也带来地震高发的风险。三是

水是沿线很多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

也是绿色丝路建设必须考虑的核心因

素。四是沿线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

敏感区域，亚欧大陆内部干旱区显著

变暖，中高纬地区降水普遍增多，同

时各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呈现增长

态势。五是沿线地区生态系统类型多

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之

一，保护压力大。六是受地质构造及

西风、季风相互作用的影响，沿线地

区是地震、地质和气象灾害多发区，

自然灾害风险大。七是沿线国家主要

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

区域差异明显，发展需求和潜力巨

大，正在形成比较清晰的劳动地域分

工和紧密的贸易网络，但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改善缓慢。八是受资源禀赋、

地理环境和发展状态影响，沿线部分

国家的脆弱性较高，减贫压力大。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为《共建

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境基础与社

会经济背景》中英文版研究报告作

序称，“丝路环境报告和专著”系列是

“丝路环境”专项重要成果的表现形式

之一，将系统展示第三极和泛第三极

气候环境变化与绿色丝路建设的研究

成果，为绿色丝路建设提供科技支

撑。他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上表示，该报告揭示了沿

线地区的总体特征和发展态势，为沿

线地区探索绿色发展途径提供了重要

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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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网：中科院发布

“丝路环境”专项研究成果 

绿色丝路是“一带一路”必然选择

而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走生态文明

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打造绿

色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明确提

出，“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

路”。2017年5月16日发布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

合公报》也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

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

指导意见》。因此，推进绿色丝绸之

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的关键领域之一。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生

态环境部将联合国家发改委举办“绿

色丝绸之路建设”分论坛。   

为支撑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中国

科学院于2018年初设立了“泛第三极

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科学

研究专项（简称“丝路环境”专项）。

该专项的目标是，阐明“泛第三极”地

区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对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贡献，是世

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实践平台，不但有助于经济全球化

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沿线国家实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目

前，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

织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备忘录或发表了联合声明。2017年5

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吸引了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

际组织的1600多位代表参会。2019年

4月下旬，将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地

理环境以及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因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研讨会暨新书发布座谈会”现场

传媒扫描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BRIE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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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重点国家和重点地区的资源环

境问题，提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路

径。将围绕水、生态和人类活动，聚

焦五大科学问题（即如何应对绿色丝

绸之路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如

何科学认识和防范环境灾害风险、如

何调控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态与环境的协同

演化、西风与季风作用如何影响环境

和水资源变化），着力解决环境变化

机理、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

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

最近，在数十位科学家的共同努

力下，专项完成了《共建绿色丝绸之

路：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

（中、英文版），于4月19日由商务

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当日，在商

务印书馆举行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研讨会暨新书发布座谈会”。中国科

学院原副院长孙鸿烈院士、国际区域

联合会副主席陆大道院士、中国科学

院原副秘书长邓勇研究员、中国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李岩副总经理、国

家发改委“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牵头起

草人欧晓理司长、商务印书馆于殿利

总经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于晓

虹副会长、国家发改委国际交流中心

刘建兴副主任，以及来自国家开发银

行、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交集团、

“一带一路”官网等单位的数十位专家

参加了研讨会。            

该研究成果回顾了“一带一路”倡

议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进展，简述了

沿线地区概貌以及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的必要性，并紧密结合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地阐述了沿线

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背景

与特点。它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特

征与趋势、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及空间

格局、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灾

害风险、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等方面，

图文并茂地为读者勾勒出了沿线地区

的总体特征、自然基础和发展态势，

是认识沿线地区和探索其绿色发展

途径的重要参考文献，力图为沿线国

家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提供科学基础。

同时，该成果还研发了定量评估“一

带一路”建设进展的“中科连通性指

数”。

研究成果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不仅仅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和国际社会的期望，更是中国

自身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实践和主动

作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选

择。由于沿线地区地质地理条件复杂

多样，科学认识其差异巨大的地理格

局是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的基础。水是

沿线很多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自

然灾害风险是很多地区重大建设项目

不能回避的问题。沿线地区也是全球

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呈现增长态势；生态系统类型多

样，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大。与此同

时，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强，发展

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正在形成比较

清晰的劳动地域分工和紧密的贸易网

络。因此，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走生态文明之路，是“一带一

路”建设取得成功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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